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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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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年終酬賓活動

⾵味亞洲
優惠回本券

$25ONLY$10
凡訂購滿$35 即可享有加購價$10

掃描QR CODE
⽴刻訂購亞洲美⻝

KATY ASIAN TOWN

價值超過$500 優質⼤獎等你拿

Katy Asian Town Retail Condominium Association, Inc. (the “Association”)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corporation from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are no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nor is the Association liable for the website content, business offerings, or actions of said entities.

所謂 「安全港」 期限，是聯邦法
《選舉計票法》規定，各州必須在選
舉人團投票（12月14日）的6天前
，解決所有選舉糾紛，以保障經過認
證的選舉結果；那天之後，各州必須
集會，確保國會接受選舉結果。

美國大選過了5週後，總統川普
嘴上仍拒絕認輸，但他逆轉選舉結果
的機會已經極度渺茫。 8日更是美國
聯邦法律明訂的 「安全港」 大限，所
有選舉糾紛都必須在此日之前結案；
這也意味，過了此日，選舉結果成定
局，拜登已無限逼近白宮主人寶座。
令川普雪上加霜的是，他寄予厚望的
最高法院，裁定不受理共和黨人所提
、推翻賓州選舉認證的訴訟。

不過，據美聯社報導，負責總統

就職典禮的聯席國會委員會（JCCIC
）民主黨與共和黨僵持，以3：3的
比數表決，未能對 「確認拜登為當選
總統」 形成共識。

除了川普團隊仍在發動訴訟的威
斯康辛州，大部分州已符合安全港大
限需求，完成選舉認證。川普團隊選
後在多州興訟，指存在大規模舞弊行
為，但均遭州法院打回票。威州訴訟
本週將召開聽證會，但成功機會預料
不高。拜登跨過270張選舉人票幾成
定局。

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麗法學院教
授葛林女士指出， 「安全港大限過後
，改變結果的可能性益發微乎其微。
」

選舉人團14日將在各州首府集

會，依法依照該州選舉結果投票給拜
登或川普。拜登以過半的306票領先
川普的232票，即使扣掉訴訟中的
10張威州選舉人票，拜登仍跨過270
票門檻當選總統。 1月6日新國會將
開聯席會議，參院主席（副總統彭斯
）將宣布選舉結果。

共和黨眾議員布魯克斯說，屆時
將提出書面挑戰，反對選舉人團的投
票結果，至少有一位參議員會加入。
如果成案，兩院將依序辯論、表決。
類似案例4年前曾發生，多位民主黨
眾議員分別提案，以俄羅斯介入大選
為由，反對選舉人團票選結果。時任
參院議長拜登直接打槍自己人，當時
共和黨議員為他大義滅親熱烈鼓掌。

美大選安全港大限已過 訴訟仍繼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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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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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曾經在華府六朝總統服務至今的公衙
專家福其醫生今天總算是和總統當選人拜
登見上一面， 事後他表示“我們必須有徹
底一貫統一的信息和步調 ，包括政府衛福
官員到醫衛專家、 醫生及地方的公衛負責
人，並且非常淸楚和明確的告訴國民群眾
如何應對疫情之挑戰。”

今年新冠疫情肆虐以來， 福其在川普
白宮防疫隊伍中處於極為尶尬之地位，在
防疫記者會上只見總統在會上高談闊論些
外行話，根本不尊重專家之意見， 把疫情
當成了政治舞台， 粉飾太平，把全國疫情

發展至不可收拾之慘境。
總統當選人今天正式任命拉丁裔的加

州檢察總長拜塞勒出任衛生部長， 並任命
五位公衛專家共同組成救難團隊， 在他上
任的第一天就會宣布全國人人戴口罩一百
天 ，並將加速注射一億人之疫苗 ，希望
在春天以前能全面控制疫情。

截至今天為止， 川普總統仍然不承認
敗選， 並再重申他是勝利者，我們要非常
遺憾的指出 ，事實勝於雄辯，白宮主人是
領導世界的領袖，此次大選之失败，也是
我們的不幸和恥辱。

Dr. Anthony Fauci finally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e is advising
Biden that we need to have a uniform
message that comes from the top right down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people involved,
from the health officials, the physicians, the
scientists, to the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We’ve all got to be on the same page and
tell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we’ve all got to
pull together.”

President-elect Biden has formally introduced
key members of his health team tasked with
fighting COVID-19.

For hi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Biden outlined
his three main goals: universal mask wearing,
vaccinations and reopening of the schools. He
also committed that his team will help get at
least 100 million COVID-19 vaccine shots into
the arm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first
100 days.

Until toda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allies
have sent one fundamental message: millions
of votes cast by their fellow Americans are
worthless.”

For all of us as ordinary citizens, we only want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All of the political
disputes don’t really help our nation.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0909//20202020

Dr. FauciDr. Fauci’’s Advices Advice

福其之諍言福其之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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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時代》週刊(TIME) 評選了15
歲的丹佛市亞裔少女Gitanjali Rao為“年度少
年”(KID of the YEAR) 以表彰她對科學研究與
發明的卓越貢獻 ，這個獎項也是該周刊創刊以
來第一次新設,意義相當不凡。

《時代》週刊已創刊近一世紀,是新聞雜誌
的卓越品牌，該刊在各大洲發行，傲視全球，
最受矚目的就是每年評選一位影響世界最巨大
的風雲人物，所謂的”影響”包括正面或負面
的，因此印度聖雄甘地與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
勒都曾為年度風雲人物，而去年評選的風雲人
物則是只有十七歲的瑞典女學生童貝里, 這位年
輕的活動家為呼籲世人重視氣候暖化之危機而
四處宣導環保, 獲得各國重視，使她成為最年輕
的風雲人物。

雖然《時代》年度風雲人物涵蓋各行業傑出
人才, 但年年都有遺珠之憾，所以該刊自1998
年起增設了"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Time 100) ，
由於數額較眾,所以各國重要的政治人物、科學

家、建築師、藝術表演者與職業運動員等行行
的狀元都可名列百大人物榜內,美國總統歐巴馬
在任期內除兩度被評選為《時代》年度風雲人
物外，更年年列入百大人物榜內, 當然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也是年年篤定入選百大人物榜，他
們的領導與決策的確影響了世界走向與格局，
川普總統即將從權位頂峰下來，雖然退位退的
不甘,也重創了美國的民主選舉,但他應該還是會
被選為今年的《時代》年度風雲人物吧！

這次被選為《時代》“年度少年” 的Gi-
tanjali Rao真是了不得，她是從全美5千名候選
人中挑細選出來的佼佼者,12歲就可以利用碳納
米管傳感器的便攜裝置檢測出自來水中的鉛含
量, 並研發設計小程序來避免飲水污染，她這樣
的成就,必可膺選雷傑納榮科學獎，這個獎的前
身就是著名的西屋科學獎與英特爾科學獎。

英雄出少年，《時代》週刊開歷史之先,首
度評選出“年度少年”,讓年輕一代對科學創研
具有激勵和啟發的作用, 十分值得大家肯定。

李著華觀點︰英雄出少年--《時代》週刊“年度少年”了不得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兼北韓
特別代表比根訪問南韓之際，
北韓領袖金正恩胞妹、勞動黨
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與正
，8日正式回應南韓外長康京
和針對朝方抗疫行動的言論，
批評對方胡言亂語，還揚言
「我們會記下來，以後再算清

楚這筆帳」 。
北韓官媒朝中社9日發表

金與正的談話，她批評康京和
訪問中東期間，針對北韓緊急
防疫措施發表過分的評價，根
本是胡言亂語、大放厥詞。她
表示： 「這種胡言亂語，似乎
是拚命想要冰封的南北韓關係
再吹點冷風，背後的算盤一眼
就能看穿。既然我們都聽到了
，就會記下來，以後再算清楚
這筆帳」 。

康京和本月5日應國際戰
略研究所邀請，出席在巴林舉
行的研討會，並就新冠疫情大

流行全球治理發表演說。
她提到北韓對南韓的抗疫
援助提議毫無反應，還說
這場疫情 「讓北韓變得更
像北韓」 ；又指朝方聲稱
國內沒有確診病例，但難
以令人信服，因為該國事
實上不斷收緊防疫，情況
有些蹊蹺。

韓聯社分析，北韓未
安排外相等外務省官員對
此作出回應，反而透過實
際上的二把手金與正的名
義發表談話。本次金與正
的言論篇幅不多，措詞也沒有
以往激烈，更沒有在另一官媒
《勞動新聞》等對內媒體上發
布，認為朝方在拿捏對南韓的
譴責力度時相當克制。

另一方面，俄羅斯駐北韓
大使館8日在社群媒體上表示
，北韓外務省向駐平壤的各國
大使館及國際機構發送電函，

介紹朝方將實施 「超特級」 防
疫響應措施，要求各大使館配
合。具體措施包括在平壤的外
交園區，以及中國、俄羅斯大
使館前設立診所，針對出入人
員測量體溫及消毒雙手，並要
求各大使館盡可能透過電話處
理業務。

回應南韓外長批評 金與正回嗆 「秋後算帳」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原定今年舉辦的東京奧運，延後到明年7月23日舉行開幕典禮。基於防

疫考量，繼國際奧委會（IOC）7日宣布將限制選手在奧運村的逗留天數，如今參加開幕式入場的
官員及運動員人數也可能被迫削減。

國際奧會（IOC）主席巴赫7日召開記者會，宣布選手僅能於各項比賽開始前5天進入奧運村
，最晚需於比賽結束後2天離開。巴赫強調，為將感染風險控制在最低， 「有必要減少逗留人數」
。

針對必須在特定場地訓練，或是時差較大的選手等特殊狀況，IOC可能仍將提供調整空間。根
據上述規定，參加後半部賽事如田徑、摔角等項目的運動員，可能無法參加開幕式；較早登場的柔
道、游泳、體操選手，則可能來不及參加閉幕典禮。

此外，據國際奧會最新規定，本屆參加入場儀式的官員人數也將有嚴格限制。以往奧運會都有
允許官員代替運動員入場的慣例，但IOC協調委員會主席科茨表示，東奧將取消這項慣例，且參加
官員皆需遵守各國家和地區僅能派出最多6人的上限。

至於針對奧運會觀眾的防疫措施，巴赫表示，國際奧會將根據新冠疫苗研發、分配的狀況，於
明年春季之前再作出最終決定。

IOC最新規定：東奧運動員逗留時間縮短 開幕式人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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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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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將推行新身份證編號系統
實現壹人壹號全國通用

綜合報導 希臘數字治理部長基裏亞科斯· 皮埃拉卡基斯發表聲

明稱，將用壹套新的身份證編號系統，替換目前並行的身份證號、

社保號和稅號，從而實現這壹編號系統在公共服務部門的通用，並

實現壹人壹號。

目前，希臘使用的身份編號系統中，身份證號、社保號和稅

號並行，造成了很多困擾。由於三組號碼分屬不同的公共服務部

門，有時會出現號碼重復、註銷不及時以及無法跨部門調取數據

的問題。

在此次計劃中，數字治理部稱，將通過合並公民身份編號系統，建

立基於自然人的信息數據庫，簡化行政手續，實現部門間的數據共享，

防止偷稅漏稅和其他不法行為。

據報道，在描述新身份編號系統時，皮埃拉卡基斯稱，個人在該系

統下持有的證件將和駕照類似，包含彩色照片、12位代碼、姓名、出生

日期和出生地點。

在這壹系統投入使用後，公民可以使用新身份證號完成各種交易和

行政手續的辦理。其中，新的身份代碼將不隨自然人的死亡而變更或停

用，而是在自然人死亡後，由公共部門進行死亡申報。這壹系統預計將

在2022年準備就緒。

報道稱，現階段，不存在問題的稅號將直接作為自然人的新身份編

號。公共信息管理系統總秘書處正在對稅號進行整理，對重復的增值稅

號、警察身份證號等幹擾數據，進行更新。更新後的數據將在公共信息

管理系統中顯示。

國際最新研究：
尼安德特人拇指更適應抓握帶柄工具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獲取學術期刊《科學報告》

最新發表壹篇考古學研究論文稱，尼安德特人拇指更適應抓握帶柄

工具，也即尼安德特人的拇指更適應以當今人們拿錘子的方式來抓

握工具。

論文作者指，拿錘子時需用拇指的指向力將物體握在手指和手掌之

間，這種“擠壓式”的方式叫做力性抓握，但研究結果顯示，尼安德特

人可能也掌握了精細抓握，即將物體握在指尖和拇指尖當中，這對他們

而言比力性抓握更難。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肯特大學埃梅林· 巴多(Ameline Bardo)和同事

利用3D分析，繪制了5位尼安德特人個體手部負責拇指運動的骨骼間關

節，這些關節被統稱為大多角骨掌骨復合體。他們再將分析結果與來自

五例早期現代人類和50例晚期現代成人遺骸的測量數據進行比較。

研究發現，大多角骨掌骨復合體關節的形狀和相對方向存在共變異

，這說明尼安德特人有著與現代人不同的重復性拇指運動。尼安德特人

拇指根部的關節更平，接觸面更小，更適合拇指從手側面外伸的姿勢。

這種拇指姿勢表明他們經常使用有力的“擠壓式”的力性抓握，就像我

們現在抓握帶柄工具的姿勢。相比之下，晚期現代人類的這些關節面普

遍更大、更彎曲，為利用指尖和拇指尖抓握物體提供了優勢，這種抓握

法也叫作精細抓握。

論文作者表示，雖然被研究的尼安德特人的形態學更適合“擠壓式

“的力性抓握，但他們依然有可能掌握了精細的手部姿勢，但這種抓握

對他們的挑戰性可能比現代人類更大。此外，對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類

手部的化石形態學比較，或為人們了解古代近親的行為和早期工具使用

帶來新的認知。

希臘公布第三季度GDP
專家：需分階段開放市場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受新冠疫情影響，希臘2020年第

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與第二季度相

比略有起色，但與2019年同期相比則大

幅下跌11.7%。另壹方面，盡管希臘疫情

趨勢正緩步向好，專家仍認為需分階段

開放市場。

據報道，12月4日，希臘統計局發

表最新數據指出，經季節性調整的數據

表明，希臘2020年第三季度GDP比第二

季度GDP增長了2.3%，但與2019年第三

季度相比，則下降了11.7%。2020年4月

到6月，希臘經濟萎縮了14.1%，這是希

臘25年來最劇烈的經濟衰退。

對於希臘的經濟前景，經合組織

最新報告稱，希臘經濟在 2020 年將萎

縮 10%，但預計 2021 年將增長 0.9%，

2022 年增長 6.6%。希臘財政部提交的

2021 財政預算草案預計，希臘 2020 年

經濟將萎縮10.5%，但2021年經濟將反

彈4.5%。

另壹方面，亞裏士多德大學環境工

程教授薩裏吉安尼斯表示，希臘新冠疫

情緩解的速度很緩慢，因此現在開放市

場還是為時過早。他稱，預計到12月15

日，希臘單日新增病例

將在1100例左右，22日

將進壹步降低到 900 例

左右，這個數字在年底

還會繼續降低到 770 例

左右，但與希臘當局預

設目標——單日新增500

例相比還是有距離。

薩裏吉安尼斯稱，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商

店開放而同時又未能嚴

格遵守防疫守則，那麼

15日-20日後新冠疫情就又會“卷土重

來”。

希臘投資與發展部長喬治亞季斯表

示，當局的目標是分階段開放市場，以

避免在同壹時間、同壹地點出現人群擁

擠的情況。

希臘投資與發展部秘書長史坦普利

迪斯宣布，出售聖誕樹和節日用品的季

節性商店將可以從12月7日開始重新營

業，直至2021年1月8日，這類商店總數

大約為110家。在此期間，超市也可以

售賣節日商品。

根據規定，季節商店的營業時間從

早上7:00到晚上8:30。但衛生守則非常

嚴格，包括：所有顧客和工作人員都必

須佩戴口罩；商店每100平方米只能容

納4名顧客；顧客之間的距離必須保持

至少2米；電梯只能提供給有特殊需要

的人士使用，或者用於運送貨物。民眾

如果需要前往季節商店，應該發送代碼

為“2”的短信至13033進行外出申報。

在季節商店復業後，理發店、玩具

店、書店和花店也將復業；如果壹切順

利，其它零售商店也將允許營業；購物

中心將會在最後開放。每個階段之間只

相隔3-4天。

法國《整體安全法》再次引發示威活動
超5萬人參加

綜合報導 法國多個城市再

次發生遊行示威，反對法國政

府近期提出的《整體安全法》

。據法國內政部統計，當天全

法超過5萬人參加了約90場遊

行示威活動，其中巴黎大約有

5000人。內政部長達爾馬寧6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此次示威

共導致95人被捕，67名執法人

員受傷。僅在抗議活動最激烈

的巴黎，受傷執法人員就達48

人。

這是巴黎連續第二個周

末發生暴力抗議。據報道，

在巴黎，抗議者向警察扔石頭

和鞭炮，並點燃照明彈。警方

則使用催淚瓦斯作為回應。抗

議者砸櫥窗、設路障，並試圖

破壞街上的監控攝像頭，示威

最終升級為騷亂。巴黎警察局

稱，有400至500名打砸搶分子

混入遊行隊伍，砸壞沿街部分

商家和銀行的玻璃，並燒毀壹

些車輛。

當地時間 11 月 24 日，引

發爭議的《整體安全法》在

法國國民議會通過壹讀。其

中第 24 條規定，對惡意傳播

警察和憲兵形象、泄露其面

部特征和身份信息的行為進

行處罰。違規者將面臨最高

壹年監禁和 4.5 萬歐元的罰款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6日稱，

該法案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在

2022年選舉前加強法律和秩序

努力的壹部分。政府還表示

，警方需要得到更好的保護

，免受網絡仇恨的侵害。但

是這項立法引起了部分民眾

的強烈反對。

英國廣播公司稱，批評

人士說，媒體自由和公民拍

攝警察行動的權利不能受到

阻礙，法國警方目前正因涉

嫌種族主義而受到密切關註

。上月，巴黎警員暴力毆打

壹名黑人音樂人。同時，警

察對巴黎共和國廣場上和平

抗議的難民、移民群體拳打

腳踢，並使用催淚彈。11 月

28 日，法國多個城市爆發大

規模遊行，抗議者要求政府

刪除《整體安全法》第 24 條

款等內容。《地方報》稱，5

日的抗議活動比上周的規模

小了很多。

送首位女性上月球！
貝索斯發布登月引擎測試視頻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亞

馬遜公司首席執行官傑夫· 貝

索斯(Jeff Bezos)發布了旗下

“藍色起源”(Blue Origin)公

司研制的月球著陸器引擎

BE-7測試情況的視頻，並配

文稱，這臺引擎將送首位女

性登上月球。

據報道，日前，貝索斯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壹段在

亞拉巴馬州亨茲市(Huntsville)

NASA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

，進行的引擎

測試視頻，並

配文稱，“這

臺(BE-7)引擎將

送首位女性到月

球表面”。

此前，美國

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曾 表 示

，計劃在2024年將壹名女性

送上月球。4月，NASA宣布

與“藍色起源”公司、Dynet-

ics公司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這 3家太空公司簽訂

了價值數億美元的合同，設

計載人著陸系統。

NASA 稱，“其中壹家

公司研制出的著陸系統會

在 2024 年將第壹位女性和

壹位男性宇航員送到月球表

面。”

此外，根據NASA的“阿

爾忒彌斯”(Artemis)登月計劃

的安排，2024年將宇航員送

上月球，分三步走，整個任

務將耗資 280 億美元，其中

160億美元用於研制登月艙。

第壹次飛行——“阿爾

忒彌斯1”任務將於2021年11

月開展，這是壹次無人飛

行。2023 年，“阿爾忒彌

斯 2”將攜帶宇航員繞月飛

行，但不會在月球上著陸。

2024年，“阿爾忒彌斯3”將

與1969年升空的阿波羅11號

壹樣，在月球上著陸，只不

過其停留時間更長——壹周

，而且還將進行2—5次“艙

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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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雖然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若無意外，將於
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入主白宮，不過規劃
美國就職典禮的 「總統就職典禮聯合委員會」
（JCCIC）卻因現在是否必須準備拜登就職而
起內鬨，在共和黨委員與民主黨委員各自以票
數3比3的情況下陷入僵局，讓民主黨所提出
準備就職典禮的提案無法進行。

據美媒《CBS》報導，JCCIC於8日在國
會山莊舉行會議討論眾議院民主黨領袖霍耶爾
（Steny Hoyer）的準備拜登就職典禮的提案
，不過該委員會剛好由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民主黨參議員克羅布查（Amy
Klobuchar）與霍耶爾（Steny Hoyer）等 3位
民主黨議員，以及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
（Mitch McConnell）、參議員布朗特（Roy
Blunt）和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等 3位共和黨議員所組成，而在
JCCIC投票中，民主黨以3票支持，但共和黨3
票全數反對，讓該提案陷入僵局，無法成行。

對此，霍耶爾在會後發表聲明表示 「共和
黨拒絕接受大選承認拜登與副手賀錦麗為下屆
總統與副總統的程度，簡直令人瞠目結舌」 ，
「他們一再遵循川普的立場，威脅了民主並破
壞對美國大選體系的信心」 。

不過布朗特認為，JCCIC對於誰當選總統
並不負責，而當前選舉訴訟仍在進行中，且當
前疫情讓JCCIC舉行就職典禮造成極大挑戰，
「JCCIC成員應該遵循兩黨合作的傳統，關注
手邊工作」 。但一名共和黨幕僚向CBS透露，
通常該委員會在大選結果出爐前，也就是還不
知道誰會上任前，大部分的規畫都會制定完畢
。另外，由拜登與賀錦麗組織的總統就職委員
會（Presidential Inaugural Committee）仍深
受JCCIC的決定影響，而拜登的總統就職委員
會通訊部主任托巴（Pili Tobar）仍表示，PIC
將在未來數周內持續與JCCIC合作，讓明年1
月20日時，全美會看到一場安全的就職大典。

拜登能順利上任？這關鍵委員會投票 就職大典恐生變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Joe Biden）昨（8
）日提名退役陸軍四星上將奧斯汀（Lloyd
Austin）出任國防部長，儘管奧斯汀經歷豐富
、能力過人，但他退役時間未滿7年，須國會
通過豁免，不過多位民主黨參議員已經表態，
認為此舉違反 「文人領軍」 基本原則，不會支
持豁免。

美國退役軍官接掌國防部必須符合退役滿
7年的規定，拜登昨日提名的非裔退役上將奧
斯汀2016年才退役，退役僅4年，因此必須獲
得國會表決通過豁免。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路透
社等報導，奧斯汀恐在國會遭遇阻礙，尤其多
位民主黨參議員已經表態不會支持豁免。

康乃狄克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布魯門塔
（Richard Blumenthal）表示，儘管對於奧斯
汀出任防長感到興奮，但他也指出，豁免7年
條款將會違反 「文人領軍」 的基本原則， 「這
個原則對我們的民主至關重要。」

除了布魯門塔，麻州參議員華倫（Eliza-

beth Warren）、夏威夷州日裔參議員廣野慶
子（Mazie Hirono）、蒙大拿州參議員泰斯特
（Jon Tester）等也都以同樣理由表態不支持
豁免，他們異口同聲讚賞奧斯汀的經歷，但也
強調不應該違反文人統治的原則。美國國會過
去曾通過豁免2次，國會前一次通過豁免是
2017年，通過川普政府首任國防部長馬提斯
（James Mattis）。

另外路透社報導，詢問任何認識奧斯汀的
人，他們口中最常出現2個形容詞：非常孤僻
、非常敏銳。

包括已卸任及現任美國官員都表示，奧斯
汀沒有公開自己給歐巴馬政府的建議，他也相
當謹慎，不會透過媒體遊說立場，官員猜測，
拜登可能希望有一個較低調的五角大廈。

不過奧斯汀的低調個性，也讓他在中東之
外的政策看法相當神秘，消息人士預測，奧斯
汀可能會擁護五角大廈傳統規範，例如重視同
盟，不過外界仍不清楚，他將如何應對像中國
這樣的全球挑戰。

拜登新防長上任違反一重大原則 民主黨人坦言不會挺
美國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嚴峻，染疫人數

突破1500萬大關，光是過去一週就有1.5萬人喪
命，隨著監管機構朝批准疫苗邁進一步，英國啟
動疫苗接種計畫，為減緩疫情帶來一線希望。

路透社統計美國州郡通報的數字，亞利桑那
、阿拉巴馬和俄亥俄等至少3州單日確診病例破
紀錄，全國累計超過1500萬人染疫。

疫情迄今未見趨緩，首席衛生官員再次提出
警告，人們在歲末年終的節慶期間齊聚一堂，恐
加劇病毒傳播。

美國傳染病權威佛奇（Anthony Fauci）今
天在視訊高峰會上說： 「我們正處於充滿挑戰的
時期。」

不過，好消息是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DA）今天發布文件，未對美國輝瑞大藥廠
（Pfizer）與德國夥伴BioNTech共同研發的疫苗
安全性及有效性提出新問題，替輝瑞在申請疫苗
緊急使用授權的競賽上清除了下一道障礙。

FDA官員在10日舉行外部專家會議前發布
文件指出，提交FDA的輝瑞&BNT疫苗數據符合

緊急使用授權的相關指引。這些專家將討論這支
疫苗應否獲准緊急使用。

這將緩解醫療系統面臨的壓力，截至昨天，
美國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住院人
數達10萬1498人，一週增加16%。倘若疫苗取
得緊急使用授權，醫護人員可望成為首批接種疫
苗的對象。

衛生官員預測，美國很快就會追隨英國，啟
動疫苗大規模接種計畫。英國今天開始替民眾施
打第一批輝瑞&BNT疫苗，開西方國家先河。

FDA顧問小組預計下週開始審查莫德納公司
（Moderna Inc）的COVID-19疫苗，可望在未
來幾週分發兩種疫苗供民眾施打。

中國與俄羅斯已開始使用自己研發的疫苗，
而現年90歲的英國阿嬤基南（Margaret Keenan
）今天也成為試驗者以外，全球第一位接種輝瑞
&BNT疫苗的人。

美國昨天通報新增20萬3474人確診、1582
人死亡，如今正迫切需要對抗疫情的新工具。

美確診飆破1500萬 疫苗問世為抗疫帶來一線曙光

就在美國總統川普與其盟友接連在關鍵州提出選舉訴訟但接
連吞敗之際，德州檢察總長帕克斯頓（Ken Paxton）8日向美國
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喬治亞州、密西根州、賓州與威斯康辛
州等拜登勝出的搖擺州，以新冠疫情作為理由而非法更改選舉規
則，故當地的大選結果應為非法。不過，選舉法律專家認為，最
高法院受理此案的可能性不高。

據美媒《CNBC》報導，帕克斯頓在這起前所未見的選舉訴
訟案中指出，喬治亞等4州藉由新冠疫情作為藉口，非法改變選
舉規則，例如不須投票人親自簽名認證、不須見證人，讓郵寄投
票的數量倍增，導致投票正當性降低，並要求在這些州內的總統

大選所產生的選舉人團應該不得
計算在內14日的選舉人團投票
內。

川普先前在推特上指控，
「喬治亞州州長拒絕做選票簽名認證，若他願意如此，我早贏了
。這傢伙到底出了啥問題？他幕後藏有誰？」 川普律師團主帥朱
利安尼（Rudy Giuliani）對於先前也稱喬治亞州就算重新計票也
毫無意義， 「畢竟那些都是詐騙的選票」 ，但仍將其列入計算。

美媒《新聞周刊》指出，若大法官決定將這4大搖擺州的選
舉人票不列入正式計算的話，拜登的選舉人團票將由當前的306
票大幅降至244票，雖然仍比川普232票還多，但不足入主白宮
的270票，故這場訴訟對川普陣營至關重要。川普在2016年大
選中也在這4州全數勝出。

不過，包括喬治亞州等遭指控的州皆對德州總檢長的控訴表

達反對。喬治亞州副州務卿福克斯（Jordan Fuchs）表示， 「德
州聲稱我們在缺席投票上有8萬個偽造簽名，但他們沒有提出證
據。這是因為這根本沒有發生」 。密西根州檢察長納塞爾（Da-
na Nessel）也表示，這種訴訟只是宣傳噱頭，並非嚴肅的司法
訴求，而根本不是這4州選民的帕克斯頓實際上在 「破壞選民對
美國民主體制的信心」 ，應該受到譴責。

另外，喬治城大學法學中心的選舉法律專家史密斯（Paul
Smith）也認為最高法院應該不會受理帕克斯頓的 「史無前例」
提訴，指出 「在賓州與其他州有完整的選舉系統，我不認為最高
法院有興趣處理」 ，且德州檢查總長要提供有法律上的資格可以
對其提告時，勢必會遇到困難， 「只因沒有投給川普，德州就要
在最高法院上指控另外一州投票方式錯誤，我想這兩者是沒有關
聯的」 。

美內戰開打？德州連告4搖擺州選舉違憲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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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通社及外交

部網站消息，美國務院12月7日稱，已批准向台

灣出售價值2.8億美元的先進軍事通信設備。這

是美大選之後首度通過的對台軍售，也是特朗普

任內的第11次、今年第6次對台軍售。中國外交

部和國台辦8日先後發聲，表示堅決反對。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售

計劃，以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進一

步的損害，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作出正當必

要的反應。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指出，民進黨

當局拿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錢不斷向美求購武

器，以武拒統，注定失敗。

中方將作正當必要反應
堅決反對美2.8億元軍事通信設備售台外交部

國台辦：

根據台灣媒體報道，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
局（DSCA）當地時間7日宣布，美國務院批

准對台灣出售“野戰資訊通信系統”，並已知會
國會，預計總金額為2.8億美元。

據報道，此次軍售案包括154個通信節點、24
個中繼系統、8套網管系統，以及系統技術支援、
人員培訓與後勤維修等資源，總價為2.8億美元。
這項軍售案可提供機動化與安全的通信能力，有
助於實現軍事通信能力現代化、支援任務與作戰
需求。在美批准對台售武後，民進黨當局連忙送
上“感謝”。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辦公室8日表
示，感謝美國政府對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的高
度重視。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
在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對

此表示，中方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的立場是一
貫和明確的，美國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817
公報”規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
主權和安全利益，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
的信號，嚴重地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售台武器和
美台軍事聯繫，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售計劃，以
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進一步的損
害，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做出正當必要的反
應。

以武拒統 注定失敗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8日在回答媒體應詢時亦

表示，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
器，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特別是“817公報”規定，停止向“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她還指出，民進黨當局
拿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錢不斷向美求購武器，
以武拒統，注定失敗。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張麟徵8日接受採
訪時指出，特朗普在還有40多天就要下台之際，
仍不遺餘力推動對台軍售，旨在強化其大力挺台
的形象，深化對台政策軌跡，從而限制拜登的政
策調整空間，讓拜登“騎虎難下”。特朗普覺得
挑起兩岸對峙才符合美國利益，因此不希望繼任
者降低對台支持力度。

不過張麟徵分析，雖然遏制中國發展已成美
國兩黨共識，但拜登上台後施政重心將首先放在
國內，包括對抗疫情，振興經濟，重新團結美國
人民；處理好內政後外交方面應優先修補與盟友
的關係，不會急着與中國“過招”。她認為，若
台海爆發衝突，拜登並不願讓美國捲入，因此在
台灣問題上會遵守中美關係底線，不會有出格舉
動。

今年台每人擔1.45萬新台幣軍購費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日前曾表示，2020

年台灣是公認美國對外軍售最大宗客戶，總計花
費118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台媒報道指出，若以
台灣總人口2,357萬計算，形同每人平均負擔約
1.45萬新台幣軍費。酈英傑更透露，明年還有一筆
52億美元對台軍售已經通知美國國會。

對此，張麟徵表示，美國對台軍售具有強迫
性質，不僅咬定“一口價”、分毫不減，台灣方
面也不能拒絕。民進黨當局拿着納稅人的錢，大
量購買美國武器，甘心讓美國予取予求，一方面
增加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勢必將排擠其他預算，
傷害的終將是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2020兩岸企業家峰會年
會今日在福建廈門舉行。昨日下午，
該峰會年會先行舉行涉及鄉建鄉創閩
台合作、特色產業園區與台企產業聯
盟合作交流、中小台資企業金融服務
等3場分論壇。會上，成立了為中小
台企提供更多金融服務的“兩岸金融
產業合作聯盟”。福建省副省長郭寧
寧表示，將持續深入推進資本項目、
外匯收入支付便利化、境內直接投資
異地的登記、境內股權再投資、外匯
賬戶開立等方面工作，施行台資企業
資本項目管理便利化試點，並探索進
一步升級的可行性。廈門台協會會長
吳家瑩表示，隨着RCEP的簽署，大
陸發展空間進一步釋放，對台企而
言，如今又有金融加持，未來發展亦
不可限量。

當日，廈門台商協會，以及福州
台商協會、漳州台商協會與金圓統一
證券有限公司簽署了《服務兩岸企業
合作框架協議》。“資本對台企非常
重要。”吳家瑩表示，台灣市場及規
模，限制了企業發展的龐大金融需
求。然而大陸龐大內需市場，台企需
要有更多的資本加持以滿足更大的生
產配套需求。

由於疫情，峰會採取視頻連線方
式舉辦。上周，台“陸委會”聲稱
“支持‘合於規範’的兩岸經貿交
流，但提醒與會台灣民眾要注意‘兩
岸條例’相關規範”，亦表示“支持
兩岸之間符合對等尊嚴的經貿交流活
動”。有台胞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民進黨當局看似支持兩岸交流，
實則仍在威脅、恐嚇。今日分論壇不
僅有台胞台商現場參會，亦有數個分
論壇視頻連線，即可證明兩岸民心不
可違，兩岸大勢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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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務院批准對台灣出售“野戰資訊通信系統”，並已知會國會，預計總金額為2.8億美
元。 網上圖片

■峰會年會前成立“兩岸金融產業合作聯盟”
為中小台企提供更多金融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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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綜合報道）12月
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無端指責中方
依法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宣布美方將對中國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實施所謂制裁。對此，中國
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8日召見美國駐華使館臨時代
辦傅德恩，提出嚴正抗議，指出美方上述行徑嚴重
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
破壞中美關係，蠻橫無理，性質惡劣，中方表示強
烈憤慨，予以強烈譴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亦發表談話表示，中方將採取堅決有力反制，堅定
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外交部駐港公署則再
次敦促美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
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停止縱容和包庇反中亂港分
子，停止破壞特區法治與司法獨立。

鄭澤光：美行徑違國際關係準則
據外交部網訊，12月8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鄭澤光召見美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傅德恩，就美國
務院宣稱將制裁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14位副委員長
提出嚴正抗議。鄭澤光指出，美方上述行徑嚴重違
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破
壞中美關係，蠻橫無理，性質惡劣，中方表示強烈
憤慨，予以強烈譴責。

鄭澤光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美國沒有任何資格橫加干涉。中國全
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制定香港
國安法，中方依法推進對香港的治理，打擊違法犯
罪分子，遏制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完全是中國
主權範圍內的事。香港特區政府最近宣布取消4名
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符合憲法、基本法第104條
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和香港國安法相關規
定，完全合理合法。

他指出，一段時間來，美方借口維護香港民
主、人權、自治，利用各種手段插手香港事務，慫
恿支持分裂國家、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
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
裁，這一切充分證明，美方就是前段時間香港亂局
的最大幕後黑手，美方關心香港民主、人權、自治
是假，搞亂香港、破壞中國穩定發展是真。

他強調，中國政府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
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
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
移。美方的野蠻行徑只會進一步激起中國人民對美
國反華勢力的強烈憤慨，促使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
14億中國人民充分認清美方險惡用心，更加堅定中
國政府實施香港國安法、打擊反中亂港行為、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
針對美方制裁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

惡劣行徑，中方將作出對等反制，並繼續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方
奉勸美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有關決定，停止插手
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否則，由此造成的嚴重
後果只能由美方完全承擔。

華春瑩：立即撤銷錯誤決定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日

亦發表談話表示，中國政府和人民對美方蠻橫無
理、瘋狂惡劣的行徑表示強烈憤慨，予以強烈譴
責。中方強烈敦促美方立即撤銷錯誤決定，停止干
涉中國內政，不要在危險和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針對美方惡劣行徑，中方將採取堅決有力反
制，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華春瑩指出，一段時間來，美方藉口維護香港
民主人權自治，通過各種方式插手香港事務，支持
從事分裂國家、擾亂社會秩序的暴力活動，現在又
悍然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進行所謂制
裁。這充分暴露了美方干涉中國內政、搞亂香港、
阻撓中國穩定和發展的險惡用心。美方倒行逆施只
會進一步激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

強烈憤慨。
另外，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8日表

示，美方霸凌行徑再次暴露了其搞亂香港、破壞中
國主權安全的險惡用心，再次撕開了其徹頭徹尾的
雙重標準與歇斯底里的霸權嘴臉，再次坐實他們就
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破壞者、反中亂港分子
的“保護傘”。我們對此表示強烈憤慨，予以強烈
譴責。

外交公署：停止包庇亂港分子
發言人指出，美方一方面自己設立公職人員效忠

制度、取消違反議會規則的議員資格，另一方面卻對
中國全國人大正義之舉詆毀抹黑、施壓制裁，是何等
的虛偽、荒謬與無恥。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
違法必究，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美一些政客打着
“人權”、“自由”的幌子，炮製有關涉港法案，明
目張膽為涉嫌違法犯罪的反中亂港分子提供“逃生
門”、“避難所”，是對國際公認法治精神的褻瀆，
是對香港司法獨立的破壞，再次證明他們才是國際法
治的踐踏者和國際秩序的危害者。

公署再次敦促美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停止縱容和包庇反
中亂港分子，停止破壞特區法治與司法獨立。

美無理“制裁”中方必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四川媒體報道，12

月8日晚21時，成都市政府新聞辦舉行疫

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成都市衞健委主任謝

強介紹，12月8日，成都市新增4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新增1例新冠肺炎無症狀

感染者。上述病例均已轉運至成都市公共

衞生臨床醫療中心隔離治療。四川省委書

記彭清華在8日上午召開的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會議上要求迅速進入戰時狀態，爭分

奪秒、全力以赴，把疫情影響控制在最小

範圍。

新增四確診 成都進戰時
省委書記：爭分奪秒把疫情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

12月8日晚21時，成都市政府新聞辦舉行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成都市衞健委主任謝強介
紹，12月8日，成都市新增4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1例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其中，1人為
8日確診病例盧某的孫女（趙某），1人為其親友，
近期曾居住在確診病例家中，另外3人均為太平村
村民。上述病例均已轉運至成都市公共衞生臨床醫
療中心隔離治療。

核檢覆蓋逾25萬人
謝強介紹，經排查，截至12月8日20時，已追

蹤到上述確診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
163人，已完成採樣143人，陰性73人，其餘結果
待出。

據介紹，成都全市核酸擴大檢測已覆蓋25.52
萬人，累計完成核酸檢測6.05萬人，檢出陽性6
人（不含首例病例），均為首診病例的密切接觸
者，或同村村民，日常活動地點多在村裏的菜市
場、麻將館等。全市累計採集環境樣本515份，
累計完成檢測448份，其中陽性13份（均在首診
病例家中及其使用過的物品表面檢出），其餘均
為陰性。累計檢測食品樣 140 件，結果均為陰
性。

根據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關

於科學劃分、精準管控等工作要求和省市專家綜合
評估，經成都市成華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研
究決定：自2020年12月8日21時起，將成都市成
華區崔家店華都雲景台小區的風險等級由低風險調
整為中風險。成都市成華區其他區域低風險等級不
變。

12月8日上午，四川省委書記、省委應對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彭清華主持召開領導小
組會議，聽取四川省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應急指揮
部、成都市關於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情況的匯報，以
及有關疾控專家的意見，對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
署。

彭清華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和
黨中央關於統籌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的部署要求，迅速進入戰時狀態，爭分奪秒、全
力以赴，採取最堅決、最果斷、最嚴格、最有效的
措施，扎實抓好成都市郫都區疫情防控工作，堅決

阻斷疫情傳播途徑，堅決把這次疫情影響控制在最
小範圍。

彭清華還要求全面排查溯源，充分利用大數據
等信息化手段精準發現和確定密切接觸者，加強對
農貿市場、冷鏈物流等隔離場所及其從業人員的排
查力度。

據了解，四川成都郫都區12月7日新增1例新
冠確診病例，打破了自今年3月以來無本地確診病
例的態勢。

疑患者信息洩露 警方調查
12月8日，成都20歲女孩趙某確診後，疑似她

的個人信息在網上熱傳。據澎湃新聞報道，成都市
公安局網絡安全保衛支隊一名工作人員表示，針對
“病例趙某個人隱私疑被洩露”一事，公安機關已
介入調查。網傳信息是否屬實需等待調查結果，具
體情況、調查結果可通過官方渠道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川觀新聞報
道，四川省接連確診多宗本地新冠
肺炎病例，引發外界關注。目前，
四川已經針對12類高風險人員開展
了新冠肺炎疫苗緊急接種，預計在
年內完成，覆蓋200多萬人。第二
批為高危人群，預計明年初開展疫
苗接種，第三批為普通人群，預計
在明年春節後可接種。

年內完成覆蓋逾200萬人
四川省衞生健康委應對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領導小組疫情防控
組副組長、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衞
生學院流行病學教授欒榮生表
示，根據四川制定的新冠疫苗接
種方案，優先進行緊急接種的12
類高風險人群包括：援外醫護人
員、在川國家衞生應急救援隊
員、定點醫療機構發熱門診和一
線臨床醫護人員、口岸防控人
員、一線衞生防疫監督人員、出
國留學（務工）人員、一線警務
人員、冷鏈食品從業人員、城市
基礎運行保障人員、教師、定點
醫療機構非發熱門診和一線臨床
醫護人員、社區網格員。緊急接
種預計在年內完成，覆蓋200多萬
人。

欒榮生表示，針對此次新發
疫情，公眾不必過分恐慌。目前
中國已有滅活疫苗和腺病毒載體
疫苗兩種技術路線共6個疫苗進入
了三期臨床試驗，中國的新冠肺
炎疫苗產能即將大幅提升。據介
紹，四川接種的新冠疫苗以滅活
疫苗為主。
記者也了解到，目前四川省內

部分已進行自費緊急接種的人員透
露，疫苗價格為200元（人民幣，
下同）/支（瓶），2劑次共 400
元，另收取少量接種服務費。新冠
疫苗緊急接種程序為接種2劑次，
間隔 14天至 28天，推薦間隔 28
天，接種年齡18周歲至59周歲。

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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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高
風
險
人
群
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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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新確診的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患者所到酒吧已被封鎖。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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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因地制宜

如今，走进细屋熊湾湾口，便能看见用红砖搭建的乡村艺
术建筑。围绕村湾的中心池塘，山势自然起伏回环，民房依山
而建，十分和谐，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

这样的景观，始于湖北美术学院与细屋熊湾的结缘。
“早在2015年，我们开始在梁子湖周边的湖泊水网地区进行乡

村调研，2017年具体在细屋熊湾推进实施。我们希望提升村湾整
体环境、公共设施，完善建筑功能，同时，探索保持地域风貌特
色。”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周彤告诉记者。这个团队
包括七八名教师，前后还有十几名研究生参与进来。

相传，五代十国的“南窑遗址”就在细屋熊湾。制陶、制砖
技艺的传承，已经是当地的一个标识。湖北美术学院团队便将红
砖定为当地规划的基本色调和建筑材质，让村湾规划既具有统一
的视觉效果，也贴合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

建设村史馆，是团队进驻后的一件大事。
村湾中心入口的位置，有一幢历史遗存，仅存有的槽门上

刻着“高阳甲第”4 个字。这是村湾历史的一个见证。基于此，
团队师生规划在此建一座村史馆，“设计应该是现代的，但也要
和原有风貌有一个对话。”周彤说，原有的房屋是一个合院的建
筑形式，于是团队选用了围合、对称的建筑方式来与传统呼
应，同时采用当前的建造技术，赋予村史馆当代的使用功能。

现在，建成的村史馆不仅是村民了解当地历史的地方，也是
村里举行大大小小活动的场所。村史馆前面的空地还为村民提供

了健身、交流的场地。

授人以渔

细屋熊湾是一个只有23户村民的小村湾。湖北美术学院团队
第一次来考察时，村里只有几户有人居住，且多是年长的居民。
他们大多对这个外来的团队充满好奇，却也不多言说。

与团队一拍即合的，是当地村民熊良广。熊良广生长在细屋
熊湾，多年外出打拼直至2012年回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的村
湾只有杂草丛生的步行小路，到处是垮塌的猪圈牛栏，污水横
流。在外生活多年的他，希望家乡能有所改变。

面对规划方案，熊良广首当其冲，拿自己的房子做示范，不
仅改造成了当地民宿，还建立起一个陶艺馆，成立了“李正文教
授工作室”。

随着团队成员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村湾的面貌开始发生变
化：入村的小溪恢复了溪水的声音，倒塌的房屋被重建，当地的
废旧材料被安置在合理的建设中，住房的条件得到改善……“村
湾变化一天一小样，十天一大样。”熊良广说。

这些变化，村民都看在了眼里。当团队再来时，许多人会主

动询问：家里的围墙要怎么改建？道路边种什么植物合适？家里
尚有的一些老物件如何再利用？如果要发展民宿应该怎样设
计？……村民的需求越发丰富。

面对这一状况，团队师生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激发
出村民建设乡村的内生动力。

以建村史馆为例。村史馆是湖北美术学院团队设计规划
的，却是村民用 8 个月时间搭建成的。由于村民大多看不懂设
计图纸，团队师生就在建造现场搭立体模型，实现可视化效
果，还将本地材料、废旧材料的利用方式方法，结合当地切实
可行的技术传授给村民。

如今，团队师生每次走进村湾，总会收获意外惊喜。这样的
惊喜，来自村民自发的建设。“村民在村史馆外墙上画的花砖，还
有小步道上用砖瓦拼接的各种花样，都是他们的即兴发挥。”周彤
说。

持续互动

几年下来，细屋熊湾的整体风貌大有改观。在整洁的面貌
之下，建筑错落有致，却不突兀，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用周
彤的话来说，依然是掩映在树林底下的村庄。

“他们不搞大拆大建，利用村落历史遗存做足文章，让乡村保
留了质朴和乡味的同时，村落的风貌和审美又得到提升。”当地干
部感慨道。

环境美了，自然就能吸引游客，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熊
良广告诉记者，现在每逢节假日，村湾里的民宿都预订一空。村
集体“三楚文化旅游发展熊良广有限公司”蒸蒸日上，带动了周
边闲置人员就近务工。“我亲身体会到了湖北美术学院规划的宜
居、宜玩、宜就业、更宜致富的超前理念。”熊良广说。

细屋熊湾与湖北美术学院的关联并未就此画上句号。“我们的
互动是经常性的、持续性的，还将长久地持续下去。”周彤说，乡
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团队师生一方面利用自身艺术特长参与
了乡村建设，另一方面也在与村民的互动中，积累了鲜活的素
材，激发出新的创作灵感。

这不，就在记者采访之际，熊良广又来到湖北美术学院，与
陶艺系师生商讨“南窑遗址”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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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的

湖北省鄂州市涂家垴镇，

湖水丰沛，千樯林立。这

里曾是入汉通达的要塞，

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逐

渐失去了航运优势，村落

一度荒废。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之后，湖北美术学院

师生团队扎根涂家垴镇上

鲁村细屋熊湾，深入调研

当地的人文历史背景，以

艺术为媒，探讨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的当地模式。

建成的村史馆

村史馆一角

细屋熊湾的小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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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OCEE 11/18/2020

H C P H T X . O R G

休士頓臺灣商會、駐休士頓辦事處及休士
頓文教中心12月6日晚間再次合辦 「i臺灣線上
開講-投資臺灣講座」 ，邀請創異物聯公司、香
港商女媧創造公司及點睛科技公司與美南地區
僑臺商商機交流。活動吸引僑務委員黎淑瑛、
孟敏寬、張世勳及吳光宜等70餘位僑臺商及青
商報名參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
、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
均出席共襄盛舉。

商會會長張智嘉致詞感謝政府及駐外單位
居中牽引，結合臺美兩地資源協助推動僑台商
經濟，表示商會往後將常常辦理線上媒合活動

。胡貝蒂推崇德州適合發展新創企業，期盼藉
由這次活動將臺灣新創企業帶進國際舞臺。陳
奕芳肯定商會促進台美商機交流，再次扮演海
外及國內產業的橋樑。

三家企業依序介紹產品後，由金城銀行貸
款部資深副總裁陳啟輝簡介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說明基金新冠肺炎3.0專案承保條件及申辦流
程。之後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及亞裔健康教育
協會前會長施惠德醫師針對三家公司產品日後
研發及推廣情形提出詢問及建議，與會僑臺商
與業者互動熱烈。商會表示將繼續協助有意願
投資僑臺商與企業聯繫，共創雙贏。

休士頓臺商會再次媒合 助台新創產業美南尋商機

這個研討會系列為說明新的和有抱負的企業家啟動商業理念
和瞭解建立信用就緒企業的步驟奠定了基礎。資訊只需在三個模
組中佈局：就緒、設置、GO！

來所有模組或參加一個適合您的需求！

即將推出的模組包括：
設定： 成為信貸準備的基本要素 -
從哪裡獲得錢;5 C 的信用;如何準備商業貸款申請
12 月 9 日 | 上午 10：00 CST | 此處註冊

GO：其他支援與資源 -
如何以及在哪裡找到額外的支援和教育資源：SBA 地區辦公室
、SCORE、SBDC、WBC 和退伍軍人中心
12月16日 | 上午 10：00 CST | 此處註冊

您想開始還是發展您的小型企業？
商務智慧系列：準備、設置、商務！ 金城銀行介紹該行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推出新冠肺炎金城銀行介紹該行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推出新冠肺炎33..00版專案版專案

德州僑臺商及新創公司線上開講情形德州僑臺商及新創公司線上開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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